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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既有洞室侧向新建为大

断面隧道的爬升反向施工法，在既有洞室内采用

先爬升进洞开挖上台阶，然后折回开挖其余上台

阶，再次折回开挖中台阶和下台阶，最后反向完

成交叉口挑顶，从而完成既有洞室侧向新建为大

断面隧道的施工。对于地表沉降要求较高，但围

岩级别较差（Ⅳ级）的地下洞室的工程时，本发明

的施工方法先爬升进洞开挖上台阶，然后折回开

挖其余上台阶，再次折回开挖中台阶和下台阶，

最后反向完成交叉口挑顶。其优点是能够在施工

爬升段后使用台阶法开挖，台阶法和爬升段创新

性地结合，控制了地表的沉降和围岩的位移变

形，确保了施工的安全，保证了围岩的稳定，有效

地控制了地表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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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既有洞室侧向新建为大断面隧道的爬升反向施工法，其特征在于：在既有洞室

内采用先爬升进洞开挖上台阶，然后折回开挖其余上台阶，再次折回开挖中台阶和下台阶，

最后反向完成交叉口挑顶，从而完成既有洞室侧向新建为大断面隧道的施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既有洞室侧向新建为大断面隧道的爬升反向施工法，其特征

在于：具体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进行爬升段开挖：开口处施工先开挖出下断面，开口处制作型钢门架作为临时支撑，

再采取斜向上通过临时爬升通道全断面开挖的方式开挖出上断面，开挖爬升至拱顶标高，

临时爬升通道底部标高为洞室断面起拱线高度，开挖后立即进行混凝土喷射，第一层喷射

完毕后，施做锚杆和工字钢，完成后再进行第二次混凝土喷射；

B.进行上台阶正向开挖：临时爬升通道爬升至预定高度后，对扩建洞室剩余长度范围

的上台阶围岩采用中隔墙法分左、右两幅分别开挖，先施做左半幅拱部超前注浆小导管，再

开挖左半幅①号区域，施做初期支护及临时中隔壁支撑，然后施做右半幅拱部超前注浆小

导管，进行右半幅②号区域开挖，并及时施做初期支护；

C.进行上台阶反向开挖：上台阶正向开挖完成后，沿着临时爬升通道反向往既有洞室

方向采用全断面法开挖，在进行反向扩挖时，临时爬升通道用碎渣充填平整，在原有临时爬

升通道内设置供人员通行和混凝土泵送的钢管通道；

D.进行中下台阶施工：扩建洞室上台阶开挖并支护完成后，先清理临时爬升通道内弃

渣，拆除钢管临时通道，下部岩体剩余部分分为中台阶和下台阶两步开挖，施工时分为4个

区域，按照图纸中序号进行顺序开挖及支护作业，开挖完毕后及时施做初期支护，初期支护

和围岩位移趋于稳定后施做二次衬砌；

E.  进行挑顶施工：掌子面推进至既有洞室边墙处后，将前期临时爬升通道内的填渣转

运至主洞室内部，将主洞室地面填筑至设计标高，将施工台架架设至填土上后，采用循环进

尺逐步开挖新建洞室与既有洞室相交部分顶部围岩并及时施做初期支护，在初期支护和围

岩位移趋于稳定后施做二次衬砌，每次循环进尺≤1m。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既有洞室侧向新建为大断面隧道的爬升反向施工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A中，临时爬升通道为斜向上25°设置，开挖上断面时，单次进尺为2m，起点断面高

度设置为5m，终点断面高度设置为6m，爬升段开挖循坏进尺长度控制在2m以内，开挖后立即

进行混凝土喷射，第一层喷射厚度为5cm。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既有洞室侧向新建为大断面隧道的爬升反向施工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B中，左、右半幅开挖步距控制在9-11m，采用控制爆破方式进行开挖，每次循环进

尺≤1.5m。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既有洞室侧向新建为大断面隧道的爬升反向施工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C中，钢管通道直径为2m。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既有洞室侧向新建为大断面隧道的爬升反向施工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D中，按照图纸中序号进行开挖及支护作业时，循环进尺长度≤2m，半幅中下台阶

步距控制在6-10m，左、右步距控制10-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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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洞室侧向新建为大断面隧道的爬升反向施工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隧道的施工方法，特别是一种既有洞室侧向新建为大断面隧道的

爬升反向施工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地下洞室的工程较多，因此地下洞室工程的开挖和支护技术也较成熟，但对

于在要保证已有的坑道洞室稳定条件下，对其扩挖出更大的与既有洞室有一定交角的洞室

的施工技术较少。既有洞室与新建扩挖洞室断面相差较大，为小断面转大断面，且扩建洞室

并不是既有洞室的原位扩挖，而与既有洞室有一定交角。当洞室整体分为三台阶开挖，且不

能直接在进洞口开挖上台阶时，如何安全进洞成为难点。施工过程不可避免地对原有洞室

的围岩会有扰动，需要保证其稳定并使得原有洞室与新开挖洞室形成整体。因此，如何实现

在进行坑道的改挖扩建时保证既有坑道的稳定和扩建工程的顺利进行成为了亟待解决的

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既有洞室侧向新建为大断面隧道的爬升反向施工

法。该方法可实现在进行坑道的改挖扩建时保证既有坑道的稳定和扩建工程的顺利进行。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一种既有洞室侧向新建为大断面隧道的爬升反向施工法，在

既有洞室内采用先爬升进洞开挖上台阶，然后折回开挖其余上台阶，再次折回开挖中台阶

和下台阶，最后反向完成交叉口挑顶，从而完成既有洞室侧向新建为大断面隧道的施工。

[0005] 前述的既有洞室侧向新建为大断面隧道的爬升反向施工法中，具体施工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A.进行爬升段开挖：开口处施工先开挖出下断面，开口处制作型钢门架作为临时支撑，

再采取斜向上通过临时爬升通道全断面开挖的方式开挖出上断面，开挖爬升至拱顶标高，

临时爬升通道底部标高为洞室断面起拱线高度，开挖后立即进行混凝土喷射，第一层喷射

完毕后，施做锚杆和工字钢，完成后再进行第二次混凝土喷射；

B.进行上台阶正向开挖：临时爬升通道爬升至预定高度后，对扩建洞室剩余长度范围

的上台阶围岩采用中隔墙法分左、右两幅分别开挖，先施做左半幅拱部超前注浆小导管，再

开挖左半幅①号区域，施做初期支护及临时中隔壁支撑，然后施做右半幅拱部超前注浆小

导管，进行右半幅②号区域开挖，并及时施做初期支护；

C.进行上台阶反向开挖：上台阶正向开挖完成后，沿着临时爬升通道反向往既有洞室

方向采用全断面法开挖，在进行反向扩挖时，临时爬升通道用碎渣充填平整，在原有临时爬

升通道内设置供人员通行和混凝土泵送的钢管通道；

D.进行中下台阶施工：扩建洞室上台阶开挖并支护完成后，先清理临时爬升通道内弃

渣，拆除钢管临时通道，下部岩体剩余部分分为中台阶和下台阶两步开挖，施工时分为4个

区域，按照图纸中序号进行顺序开挖及支护作业，开挖完毕后及时施做初期支护，初期支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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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围岩位移趋于稳定后施做二次衬砌；

E.  进行挑顶施工：掌子面推进至既有洞室边墙处后，将前期临时爬升通道内的填渣转

运至主洞室内部，将主洞室地面填筑至设计标高，将施工台架架设至填土上后，采用循环进

尺逐步开挖新建洞室与既有洞室相交部分顶部围岩并及时施做初期支护，在初期支护和围

岩位移趋于稳定后施做二次衬砌，每次循环进尺≤1m。

[0006] 前述的既有洞室侧向新建为大断面隧道的爬升反向施工法中，步骤A中，临时爬升

通道为斜向上25°设置，开挖上断面时，单次进尺为2m，起点断面高度设置为5m，终点断面高

度设置为6m，爬升段开挖循坏进尺长度控制在2m以内，开挖后立即进行混凝土喷射，第一层

喷射厚度为5cm。

[0007] 前述的既有洞室侧向新建为大断面隧道的爬升反向施工法中，步骤B中，左、右半

幅开挖步距控制在9-11m，采用控制爆破方式进行开挖，每次循环进尺≤1.5m。

[0008] 前述的既有洞室侧向新建为大断面隧道的爬升反向施工法中，步骤C中，钢管通道

直径为2m。

[0009] 前述的既有洞室侧向新建为大断面隧道的爬升反向施工法中，步骤D中，按照图纸

中序号进行开挖及支护作业时，循环进尺长度≤2m，半幅中下台阶步距控制在6-10m，左、右

步距控制10-20m。

[001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对于地表沉降要求较高，但围岩级别较差

（Ⅳ级）的地下洞室的工程时，本发明的施工方法先爬升进洞开挖上台阶，然后折回开挖其

余上台阶，再次折回开挖中台阶和下台阶，最后反向完成交叉口挑顶。其优点是能够在施工

爬升段后使用台阶法开挖，台阶法和爬升段创新性地结合，控制了地表的沉降和围岩的位

移变形，确保了施工的安全，保证了围岩的稳定，有效地控制了地表沉降。实现了在进行坑

道的改挖扩建时保证既有坑道的稳定和扩建工程的顺利进行。

[0011] 整个施工过程中，采用台阶法扩建洞室时需从上台阶开挖，但因既有洞室断面较

小，若直接从既有洞室开挖上台阶会对既有洞室的稳定影响较大，而本发明的施工方法中

先施工一爬升段再开挖上台阶，从而避免了开挖上台阶过程中对既有洞室的稳定性影响。

[0012] 上台阶正向施工后进行上台阶反向扩挖，反向扩挖后可以对挑顶进行施工，保证

了既有洞室的拱部以上围岩稳定性。

[0013] 解决了地下洞室工程无法在沉降要求较高且围岩较差时保证小断面向大断面扩

挖时的稳定性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4] 附图1是总体施工流程图；

附图2是扩建洞室开挖断面图；

附图3是扩建洞室剖面图；

附图4是爬升段断面图；

附图5是扩建洞室断面图；

附图6是上台阶反向扩挖示意图；

附图7是中下台阶施工顺序图；

附图8是中下台阶正向开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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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9是挑顶施工侧视图。

[0015] 附图标记：1-既有洞室断面；2-爬升段；3-直径2m米钢管通道；4-上台阶反向扩挖

段；5-中下台阶正向开挖段；6-挑顶段；7-弃渣堆填区；8-开挖上台阶；9-开挖中台阶；10-开

挖下台阶。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但并不作为对本发明限制的依

据。

[0017] 本发明的实施例：一种既有洞室侧向新建为大断面隧道的爬升反向施工法，如附

图1-9所示，其基本思路为：在既有洞室内采用先爬升进洞开挖上台阶，然后折回开挖其余

上台阶，再次折回开挖中台阶和下台阶，最后反向完成交叉口挑顶，从而完成既有洞室侧向

新建为大断面隧道的施工。

[0018] 具体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进行爬升段的开挖

根据现场施工条件，在既有洞室断面1的中间位置处设置开口，开口处施工先开挖出下

断面，开口宽度和高度根据现场条件确定，开口处制作型钢门架作为临时支撑，再通过斜向

上25°的临时爬升通道全断面开挖的方式开挖出上断面，一次进尺为2m。如图4所示，图4中a

为起点断面，b为终点断面，起点断面高度设置为5m，终点断面高度设置为6m，以便迅速到达

扩建洞室拱顶。开挖爬升至拱顶标高，临时爬升通道底部标高为洞室断面起拱线高度。爬升

段2开挖循坏进尺长度控制在2m以内，开挖后立即进行混凝土喷射，第一层喷射厚度为5cm，

然后施做锚杆和工字钢，完成后再进行第二次混凝土喷射，如图3、图4所示。

[0019] 第三步：进行上台阶正向开挖

临时爬升通道爬升至预定高度后，对扩建洞室剩余长度范围的上台阶围岩采用中隔墙

法分左、右两幅分别开挖。先施做左半幅拱部超前注浆小导管，再开挖左半幅，即①号区域，

同时施做初期支护及临时中隔壁支撑，然后施做右半幅拱部超前注浆小导管，进行右半幅

开挖，即②号区域，并及时施做初期支护。左、右半幅步距控制在10m左右，开挖时采用控制

爆破方式开挖，每循环进尺不大于1.5m，如图5所示。

[0020] 第四步：进行上台阶反向开挖

上台阶正向开挖完成后，沿着临时爬升通道反向往既有洞室方向采用全断面法开挖，

开挖上台阶反向扩挖段4。在进行反向扩挖时，临时爬升通道需用碎渣充填平整，以确保施

工台架有较稳固的基础，但人员和物资运输将受到制约，因此在原有通道内设置1根直径2m

钢管通道3以供人员通行和混凝土泵送。直径2m钢管通道3内部设置供人员通行的阶梯，同

时供泵送混凝土和机械燃料输入，如图6所示。

[0021] 第五步：进行中下台阶施工

扩建洞室上台阶开挖并支护完成后，即开挖上台阶8结束后，进行中下台阶正向开挖段

5的开挖，即开挖中台阶9和开挖下台阶10。开挖时先清理临时爬升通道内弃渣，拆除直径2m

米钢管通道3，下部岩体剩余部分分为中台阶和下台阶两步开挖。施工时分为4个区域，按照

图7中序号分为I、II、III和IV四个区域，四个区域进行顺序开挖及支护作业，每次循环进尺

长度不超过2m，半幅中下台阶步距控制在6—10m，左、右步距控制10-20m。开挖完毕后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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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做初期支护。在初期支护和围岩位移趋于稳定后施做二次衬砌，如图6，图7所示。

[0022] 第六步：进行挑顶段6的施工

掌子面推进至既有洞室边墙处后，将前期临时爬升通道内的填渣转运至主洞室内部，

堆积在图9所示的弃渣堆填区7处，从而将主洞室地面填筑至设计标高，将施工台架架设至

填土上后，采用循环进尺逐步开挖新建洞室与既有洞室相交部分顶部围岩并及时施做初期

支护，在初期支护和围岩位移趋于稳定后施做二次衬砌，每次循环进尺≤1m。如图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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